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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0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0〕020243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的要求，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角防务”、“发行人”、“公司”）会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或“中航证券”）、陕西摩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或“陕西摩达”）、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或“会计师”）等

中介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意见落实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

调查、核查及讨论，并完成了《关于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

回复”），同时按照意见落实函的要求对《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进行了补

充。 

如无特殊说明，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具有相同

含义，涉及对申请文件修改的内容已用楷体加粗标明。 

在意见落实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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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结合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能产量情况，披露是否能有效保

障购入蒙皮镜像铣设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并

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一、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能产量情况 

（一）上海拓璞产能产量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上海拓璞招股说明书”），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拓璞”）产品生产周期较长，涵盖技术及工艺研发、

产品设计、外协件订制、核心零部件采购、产品装配等各个环节。上海拓璞产能

主要受生产制造环节所制约，制造部主要有钳工、电工、机加工等，产能主要受

钳工生产能力约束。 

序号 工种 工作内容 生产环节耗时占比 
1 钳工 机械部件装配 80% 
2 电工 产品电气部分的安装 10% 
3 机加工 装备试加工、试运行 10% 

2017-2019 年，上海拓璞以钳工工时测算的产能情况如下： 

单位：小时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总产能 133,452.80 65,228.80 45,260.80 

注：（1）总产能=Σ（每月月末钳工人数×20.8×8）；（2）数据来源于上海拓璞招股说明书。 

2017-2019 年，上海拓璞各类别产品的产量情况如下： 

单位：小时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 67,615.70 34,128.50 18,850.00 
航空航天部/总装智能装备 41,770.00 27,973.50 15,883.50 
智能化生产线 54,981.50 18,487.50 6,834.50 

总产量 164,367.20 80,589.50 41,568.00 
产能利用率 123.17% 123.55% 91.84% 

注：（1）各类别产品产量系根据当年实际发生工时统计；（2）数据来源于上海拓璞招股

说明书。 

2017-2019 年，上海拓璞随着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产能呈现上升的趋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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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海拓璞产量持续增加，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 

（二）关于上海拓璞产能的相关说明 

1、上海拓璞三类产品产能的共通性 

上海拓璞的产品分为三个类别：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航空航天部/总装智能

装备、智能化生产线，这三类产品在产能方面具有共通性。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

对于其三类产品，虽然在技术方面有独立性，需要有不同的技术输出以保证服务

对象的指标达成，但是在产品基础组成部分方面，三类产品是相通的，均是在基

础件（焊接件或铸件）上组装线轨、丝杆以及电机等达到部件之间相对运动输出

的目的。装配的主要过程是通过对各个运动部件之间相对精度指标的调整（垂直

度、平行度等），以控制最终输出的精度指标。在组装过程中主要用到的都是钳

工的基础工具（扳手、角磨机、手枪钻等），在精度调整过程中主要用到的都是

标准的量检具（百分表、千分表、准直仪、激光干涉仪、激光跟踪仪等）。对于

人员的技能要求，只要能够完成一类产品的组装，即可根据技术文件的要求完成

其他两类产品的组装；对于工具和量检具的要求，三类产品在组装过程中也是可

以通用的。因此，在以钳工工时测算产能的情况下，上海拓璞三类产品的产能具

有共通性。 

2、上海拓璞产能的主要限制因素 

上海拓璞产能系根据钳工人数乘以工作时间计算得出。上海拓璞限制产能的

主要因素是钳工人数，钳工人数的增加将迅速提升产能。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

钳工在装配制造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作业指导文件开展装配作业，在装配完成后

有完善的质检过程。在作业指导文件中已经对于关键技术指标的控制做出明确的

要求，只要具备基础钳工技能，会使用钳工工具，读懂装配图纸，即可完成相关

装配作业。 

二、披露是否能有效保障购入蒙皮镜像铣设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并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蒙皮镜像铣设备技术门槛较高，具备生产能力的供应商较少，国外法国杜

菲和西班牙 M.Torres公司、国内上海拓璞具备镜像铣设备制造能力。目前，国

外企业未对国内限制出口蒙皮镜像铣设备，采购进口蒙皮镜像铣设备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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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未来采购进口蒙皮镜像铣设备存在一定风险。鉴

此风险，从支持国产替代的角度出发，加之上海拓璞蒙皮镜像铣设备在产品价

格、技术服务、加工工艺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公司计划向上海拓璞采购蒙皮镜

像铣设备。 

目前，虽然上海拓璞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公司从上海拓璞购入

募投项目所需蒙皮镜像铣设备能够有效保障，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海拓璞目前的产能能够满足公司蒙皮镜像铣设备的采购需求 

公司拟采购 8台蒙皮镜像铣设备及相应工装，其中 6000mm 级大型卧式双五

轴镜像铣设备（HMMS6000)和 3000mm 级大型卧式双五轴镜像铣设备（HMMS3000)

各 4 台。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公司拟采购的蒙皮镜像铣设备及相应工装所需

的工时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产线 
数
量 

设备名称（型号） 
设备数
量（套） 

单位工时
（小时） 

总工时  
（小时） 

合计（小时） 

1 

6000mm
级大型
卧式双
五轴镜
像铣生
产线 

1 

6000mm级大型卧式双五轴镜像
铣设备（HMMS6000) 

4 6,000.00 24,000.00 

29,400.00 

6000mm级水平式矩阵柔性工装 1 650.00 650.00 

6000mm级立卧翻转式工装 1 550.00 550.00 

6000mm级柔性夹持工装 8 400.00 3,200.00 

6000mm级固定缓存工装 4 100.00 400.00 

6000mm级输送工装 1 600.00 600.00 

2 

3000mm
级大型
卧式双
五轴镜
像铣生
产线 

1 

3000mm级大型卧式双五轴镜像
铣设备（HMMS3000) 

4 5,000.00 20,000.00 

23,300.00 

3000mm级水平式矩阵柔性工装 1 350.00 350.00 

3000mm级立卧翻转式工装 1 350.00 350.00 

3000mm级柔性夹持工装 10 200.00 2,000.00 

3000mm级固定缓存工装 6 50.00 300.00 

3000mm级输送工装 1 300.00 300.00 

合计 52,700.00 

公司拟采购的蒙皮镜像铣设备及相应工装的总工时为 52,700.00 小时。由

于公司飞机蒙皮镜像铣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的建设周期为三年，公司拟采购的

蒙皮镜像铣设备及相应工装所需工时占上海拓镤总产能年均的比例为 13.16%。

此外，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上海拓璞目前具备每年 10 台蒙皮镜像铣设备的生

产能力。因此，从上海拓璞目前的产能情况来讲，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三年 8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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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皮镜像铣设备及相应工装的采购需求。 

（二）上海拓璞轻资产运营模式下产能提升较易实现，且正在积极扩产 

1、上海拓璞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产能提升较易实现 

根据上海拓璞招股说明书，上海拓璞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将资源集中在

前端研发设计、后端安装调试以及工艺服务等轻资产环节，将零部件生产加工

等环节通过外协定制与通用件采购的形式来实现。在轻资产运营模式下，上海

拓璞产能扩张较易实现。上海拓璞的产能主要受钳工生产能力的约束，钳工人

数的增加将迅速提升产能。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钳工在装配制造过程中需要

严格按照作业指导文件开展装配作业，在装配完成后有完善的质检过程。在作

业指导文件中已经对于关键技术指标的控制做出明确的要求，只要具备基础钳

工技能，会使用钳工工具，读懂装配图纸，即可完成相关装配作业。 

2、上海拓璞正在积极扩产，产能提升效果明显 

上海拓璞近年来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人员规模增加，产能呈现上升的趋势。

上海拓璞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员工人数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员工总数 367 283 

生产人员 145 108 

其中：钳工人员          66.83       32.67 

注：（1）钳工人员数量系根据总产能倒算的结果，为当年的加权平均数；（2）员工总
数及生产人员总数数据来源于上海拓璞招股说明书。 

上海拓璞 2019 年末员工总数为 367人，较 2018 年末增加 29.68%；2019年

末生产人员为 145 人，较 2018 年末增加 37 人，其中主要增加的是钳工人员；

2019年钳工人员平均人数为 66.83 人，较 2018 年末增加 104.59%。随着钳工人

员的增加，上海拓璞 2019 年产能较 2018年提升 104.59%，产能提升显著。 

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上海拓璞正根据订单生产计划有序安排扩招，采用

多样化的招聘渠道招聘钳工，制定了合理的薪酬福利策略，使钳工的工资水平

在同行业中位于前列，从而吸纳优秀的钳工人员。同时，针对招聘的钳工上岗

之前上海拓璞会做保密和安全培训，培训合格方可上岗，上岗后会对钳工进行

定期的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钳工技能水平，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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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拓璞可通过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较快实现扩产。截至 2020 年 9月末，上海拓

璞钳工人员为 99 人，据此测算的产能为 197,683.20工时，较 2019 年产能提升

48.13%，产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三）上海拓璞蒙皮镜像铣设备已定型且公司批量采购，交付速度将加快 

根据上海拓璞招股说明书，2016 年上海拓璞研制成功全球首台多头筒段镜

像铣设备，帮助中型运载火箭贮箱筒段的铣削加工工艺由化铣升级到镜像铣；

2017 年以来，上海拓璞陆续交付多台火箭箱底立式双五轴镜像铣和飞机蒙皮卧

式双五轴镜像铣设备，并有多台镜像铣设备即将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主机厂

交付。2016 年至 2018年，镜像铣设备产品处于产品研发阶段，交付周期较长。

自 2019 年以来，随着镜像铣设备产品定型，生产工艺日趋成熟，生产效率不断

提升，交付速度日渐加快。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目前蒙皮镜像铣设备的生产

周期约为 12 个月，安装周期约为 3个月。 

上海拓璞前期各家客户采购的镜像铣设备大多为单台设备，公司本次采购

为批量采购。公司本次拟采购 6000mm 级大型卧式双五轴镜像铣设备（HMMS6000)

和 3000mm 级大型卧式双五轴镜像铣设备（HMMS3000)各 4台，属于批量化生产。

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在批量化生产过程中，通过对装配过程进行装配工艺、

过程检测的标准化、模块化处理，对装配工位进行合理划分，并对每个工位的

工作台、装配工装、检测工装、工量具等进行定置化设计配套，原来单台镜像

铣设备的装配辅助工时将较大幅度下降，装配过程效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优化提

升。 

综上，随着蒙皮镜像铣设备定型，且公司本次批量采购，蒙皮镜像铣设备

的交付速度日渐加快，上海拓璞能更加保障按时或提前交付公司的蒙皮镜像铣

设备。 

（四）上海拓璞目前的蒙皮镜像铣设备订单即将生产完毕，对公司拟采购

的蒙皮镜像铣设备已制定初步排产计划，将有效保障按时交付 

根据上海拓璞的说明，目前上海拓璞的蒙皮镜像铣设备在手订单即将于

2020 年末前全部生产完毕。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海拓璞蒙皮镜像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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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手订单数量及生产交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客户 产品 产品型号 
数
量 

生产或交付
情况 

备注 

1 
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2000mm级航空蒙
皮镜像铣 

HMMS32125 1 
已安装完
毕，交付中 

在手订单
预计都将
于 2020 年
年底完成
生产，并由
客户进行
验收。 

2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 

7000mm级航空蒙皮
镜像铣 

HMMS7000 1 
生产完毕，
待交付 

3 
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mm级航空蒙皮
镜像铣 

HMMS5000 1 
生产完毕，
待交付 

4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
研究所 

4000mm级航天蒙皮
镜像铣 

HMMS4000 1 
生产完毕，
待交付 

5 
成都永峰科技有限
公司 

小型镜像铣生产单
元（3000mm） 

HMMS1530 1 生产中 

自 2019 年以来，公司已经与上海拓璞就蒙皮镜像铣设备进行多次洽谈，双

方已经签订蒙皮镜像铣设备买卖的意向协议。目前，双方已针对正式的合同进

行两轮的细节磋商，待相关细节商妥后，拟于 2020 年 11 月签署正式合同。鉴

此，加之上海拓璞现有的蒙皮镜像铣设备在手订单即将生产完毕，根据上海拓

璞的说明，上海拓璞已经对公司拟采购的蒙皮镜像铣设备制定初步排产计划，

有能力保障按照公司的募投项目实施计划完成订单交付。 

综上，目前公司采购进口蒙皮镜像铣设备是可行的，上海拓璞有能力满足

本次募投项目中蒙皮镜像铣设备采购的需求，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但是上海拓璞目前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扩产计划正在实施中，如上

海拓璞由于产能不足等原因无法按时交付相关设备，而公司又无法从其他渠道

采购相关设备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无法按时投产等情

形，募投项目可能面临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之“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二、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之“（十一）公司能有效保障购入蒙皮镜像铣设备，本次

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补充披露上述内容。 

同时，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四、特别风险提示”及

“第三节 风险因素”增加风险提示如下： 

“十四、因供应商产能不足导致飞机蒙皮镜像铣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无法

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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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皮镜像铣设备技术门槛较高，具备生产能力的供应商较少，国外法国杜

菲和西班牙 M.Torres 公司、国内上海拓璞具备镜像铣设备制造能力。目前，国

外企业未对国内限制出口蒙皮镜像铣设备，采购进口蒙皮镜像铣设备是可行的。

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未来采购进口蒙皮镜像铣设备存在一定风险。鉴

此风险，从支持国产替代的角度出发，加之上海拓璞蒙皮镜像铣设备在产品价

格、技术服务、加工工艺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公司计划向上海拓璞采购蒙皮镜

像铣设备。上海拓璞目前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扩产计划正在实施中，如

上海拓璞由于产能不足等原因无法按时交付相关设备，而公司又无法从其他渠

道采购相关设备的情况下，可能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无法按时投产等

情形，募投项目可能面临不能产生预期收益的风险。”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上海拓璞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了解上海拓璞的产能产量情况； 

2、向上海拓璞了解产能产量的相关情况，了解发行人拟采购的蒙皮镜像铣

设备的生产工时、上海拓璞的产能扩张情况、蒙皮镜像铣设备的交付周期； 

3、了解发行人与上海拓璞的蒙皮镜像铣设备意向协议签订情况、正式合同

的签订进展情况、上海拓璞对发行人拟采购的蒙皮镜像铣设备的排产计划；取得

上海拓璞关于上述情况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会计师和律师认为： 

1、根据上海拓璞目前的产能产量情况和产能扩张情况，发行人能够有效保

障购入蒙皮镜像铣设备； 

2、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3、发行人已就相关情况在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和进行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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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签章页）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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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确认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严建亚 

 

 

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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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司 维                        霍 涛 

 

法定代表人：                 

丛 中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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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__ 

贾福青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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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西安三角防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

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______________ 

丛 中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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